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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1:1-18 序曲 —— 永恒之道的赞歌 

 

神的属性： 自有永有 

神学概念： 道 logos 

地点：   - 

本章段落 

1: 1-5   道是万有的本原  

1: 6-18  道成肉身的奥秘 

属灵原则 

P1 基督是自存永存的，他没有曾经不存在。 

A.  本课…  

这是《约翰福音》的序曲，圣经学者一致视之为一首歌颂永恒之道的赞美诗。约

翰以颂赞开始这本福音书，让我们看见他在属灵启示下所看见的道，不是一件让人引

述的原则或规律，而是那位在祂面前众生灵都必然敬拜和事奉的永生神！ 

这个序幕一展开，我们就从一个与其他福音书完全不同的角度来阅读《约翰福

音》。在约翰的带领下，我们看见自己跟随的不是一位怀有神能、超越众犹太拉比的

伟大先知，而是在天上宝座上受众天使所敬拜、也是旧约众先知所预言的世人的救赎

主、撒但的终极毁灭者。 

A. 1: 1-5 道是万有的本原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2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4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5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1. 道是万有的本原 ——「太初有道」1:1a 

万有的「本原」是古今中外哲学家不断探讨的课题，就是宇宙最初的根源或

构成宇宙的最根本的实体。从主前6世纪希腊哲学界崛起伟大的哲学家提出不同的

学说。这里我们稍提其中四个最著名的来了解约翰这个宣告的文化背景；其中三

位是来自米利都（徒 20:15）、被誉为希腊哲学之父。 



2023 真理浸信教会查经团契  
约翰福音：耶稣是谁？              2 | 

P a g e  

 

18 March 2023                                                                                           只限真理浸信会内部使用 

第一位是泰勒斯（Thales，盛年约在公元前585年），米利都的名门望族，是当

时希腊“七贤”之一。他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是水，在一切未曾存在前，万有

都是从水而来。 

泰勒斯的名徒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70年）认为万

有不可能源自某件事物，他认为万物都本原应当是「无限」或者「无际」。 

阿那克西曼德的名徒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46年）

提出万物本原是无定形却有内涵的东西——气，即：气是万物本原的观点。 

主前四世纪，柏拉图的学生色诺克拉底是一位哲学家与数学家，他提出「数

目」是万有本原。 

这些哲学理论都是人的理性思考的产物，而人的理性是被造的，所以是有限

的，也是受罪玷污摧毁的，所以都是带有错谬，不是真理。 

然而，约翰却大胆地与当时伟大的学说流派相反、从未有人提倡的

「太初有道」logos。希罗世界对道 logos这个词儿并不陌生。他们理解道 logos是宇

宙万物运行的原理，存在受造界的每一个系统和每一件大或小的受造之物中，大

至天际中天体的运行，小至昆虫树木的生态习惯。 

约翰在时间、空间尚未存在前，道就存在了；这道一直都存在，从未有一刻

这道是不存在的；道是一切的本原。这不是他跟随主耶稣三年半所领悟出来的，

若是那么也是他的理性的理解，也就不可靠了。「太初有道」乃是约翰在神的恩典

下蒙拣选、领受圣灵的启示写下来的。 

中文圣经把希腊词 arché 译为「太初」，就是最初、最根本的意思。这与《创

世记》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有相对应的作用。《创世记》的「起初」

是指万物和时间的开始；《约翰福音》的「太初」则是远在《创》的「起初」那无

限远的永恒里。约翰特地在 1:1-2:12 相对应地与《创世记》的七天创造平行记

载；只是《创世记》的七天是神的第一个创造，《约翰福音》记载的是神的「再

创造」的开始，两个创造都是藉着道——万有的本原——造成的。 

2. 道的本质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1:1b 

约翰在宣告万有的本原是道之后，他进一步地宣告「道与神同在」，神在哪

里，道就在那里。受造界出现前，存在的只有永恒，以及创造主神。故这道是存

在于超越受造界的永恒里的。这道超越希腊哲学所能了解的范围，这道不是它，

这道是他，是一个位格。约翰进一步宣告道与神的关系：「道就是神」！ 

「道与神同在」排除了神与道是一个位格的可能性，所以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句话隐示了神是多个位格的。在太初的时候，只有神

存在，这位神是至少两个位格的（道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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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不是约翰无意间的重复，他乃是在强调一件重要

的事实：道本来就与神同在，没有一刻他不与神同在。换句话说：这道并不是受

造的，并且是自有永有的（出 3:14）。  

圣徒自省：主啊，如今我才觉悟为什么你在客西马尼

园极其忧伤、流泪祈求，原来那是与父分隔的杯，从

太初所未曾发生的！主啊饶恕我信得慢，不明白你为

拯救我脱离罪恶和死亡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大！我

愿意更深刻爱你，求你帮助我，亲爱的主！ 

3. 道是创造的媒介——「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

的。」1: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1:3a 指出道是创造的媒介。不但是物质世界，即连永恒

里的一切都是从这道logos而来的，道logos是一切的本原，所以他高过天上、地

上、地底下所有的活物，包括天使。《创世记》第一章记载万有的创造都是

「神说」（创 1:3, 6, 9, 11, 20, 22, 24, 26）——神口里所出的话。《箴言》8:22-31 提到智慧

的本原时，让我们看见这道是神的绘测师、工程师、巧匠： 

22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 23 

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24 

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 25 

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 26 

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 27 

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 28 

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 29 

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 30 

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 31 

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藉着道所造的都是在神眼中「甚好」的（创1:31）。《罗马书》11:36 也说：

「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1:3b 这句话看似重复，其实不然；

奇妙时这句话针对性地驳斥了第四世纪的亚历山大教会长老阿利乌(Arius) 的基督

被造论。阿里乌教派认为圣子耶稣基督是神的第一个受造物，是次与神的，他

说：「圣子曾经不存在」。约翰这句话后来被尼西亚公会引用定阿利乌教派为异

端。 

4. 道是道德的本原——「4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5 光照在黑暗里，黑

暗却不接受光。」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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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指出道与人的关系，这道 logos本身有生命，是神的生命（5:26），也是

生命的本原，能赋予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当神向亚当的鼻孔吹气时，就

有生命从道 logos而来进入人里面，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2:7），人里面有了

光，人有了良心和道德观念。 

第五节指出道与堕落世界的关系。「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指的

不是光受造之前的黑暗（创1:2），而是指罪进入世界后，世界就堕入道德的黑暗中

（约一 1:5-7），人就活在黑暗中。道 logos 不但是物质世界的本原，也是一切美善道

德的本原，故此，神在造了人之后说：「甚好」(创1:31) 。 

B.  1: 6-18 道成肉身的奥秘  

从第6节开始，太初的道从永恒进入暂时界的历史。他就是耶稣。我们将要看见的，

是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林前 2:9 

1. 神预备见证人——「6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 7 这人来，为要

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8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

证。」1:6-8 

这在创世前就存在的道，却为救赎人而进入所造的世界，并且甘心虚己，取了

奴仆的形象，生为人的样式，与世人同住！这从永恒进入暂时界的伟大作为，神特

别预备一个人来为道做见证，并呼吁世人回应降世的道。施洗约翰是

「从神那里差来的」，因为他的母亲已经年迈不育了（路 1:7）。施洗约翰是个先知，

有许多人跟从他，但他不是弥赛亚；施洗约翰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道成肉身的

耶稣做见证，他才是通往永生之道路所发的真光。 

2. 两种回应 1:9-13 

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

不认识他。 11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

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13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既然世界是藉着道 logos 造的，道来到世界就是来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人」指的是神的选民以色列；神与他们立约要拯救他们脱离黑暗，他们也

得了神通过摩西颁下的律法，也期盼着神藉着众先知晓谕的弥赛亚的到来。但以色

列将抗拒道成肉身的弥赛亚，把他钉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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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神没有因为以色列的背信弃义而放弃拯救全人类；神在创世前已经为

自己拣选一群子民，赐他们儿女的名分和永生的应许，护理他们归属自己。这些人

是神通过圣灵重生的，使他们能以信心回应基督，并愿意接受他为生命的主宰。 

做神儿女是从神来的权柄，不信基督的人不能得着。这样，按各人对道的回

应，道把世人分成两个族类。 

3. 道成肉身 1:14-18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

是父独生子的荣光。15 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

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16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

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17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

的。 18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这里约翰原造一个伟大的名词：「道成肉身」；短短的四个字，驳斥了各种对

主耶稣的神性和人性认识的偏差，尤其是第二世纪的两个盛行的谬论：幻影说

(Docetism) 与爱宾派 (Ebionism) ；幻影说否定耶稣的人性，认为耶稣的身体不过是

人的幻觉。爱宾派否定耶稣的神性，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人，神的灵在受洗时降

在他身上，在十字架上离开他。 

「道成肉身」肯定了创世前的道 logos 来到这个真实的世界，生成一个有血有

肉有灵魂、实实在在的人。他像所有的人一样在母体受孕成胎（圣灵感孕），时候

满足就生下来，经历幼儿、儿童、少年的成长阶段。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基督为

担当我们的罪，必须以完全无罪的人子的身份。 

第18节的字面翻译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的神将他表明出

来。」「独生」希腊原文是 monogenḗs 是由两个字组成。 misthōtós  是‘独一’的意

思，genos  是后裔、家人、种族、阶层、类别…等的意思。「独一」表示耶稣是唯

一不是受造而存在的，所以神学家把这个过程翻译成「生」，所以称耶稣为「独生

子」；这并不是说耶稣曾经不存在，后来神把他「生」出来，因为约翰说他是「独

生的神」，他不但是神的儿子，他是圣子，他是神！「在父怀里」所要表达的是与

神特殊的亲密关系，原文含有「生命联合」的意思。圣子与圣父的生命是联合的，

这里我们看见了三位一体神的第一和第二位格。 

圣子来到世上，祂虽然是完全圣洁，却没有将自己与罪恶的世界隔离开来，而

是「住在我们中间」。大自然向我们显示神伟大的创造之功，拿撒勒人耶稣却将神

自己向我们「表明出来」，正如主耶稣向门徒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

14:9) 正如《希伯来书》1:3 指着耶稣基督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

像」 希腊文「表明出来」是exégeomai 意思是解释、说明，这个字也是英文「释经」

的字根。耶稣将神的作为向我们阐明，使我们能明白神的心意和个性。正如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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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宣告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14:6）若

不透过耶稣，我们无法认识神，所以耶稣是神的特殊启示。  

约翰说我们都领受了基督丰盛的恩典，并且恩上加恩。「恩」是人所不配得也

无法赢得的神的仁慈。的确，我们蒙召归向神、蒙圣灵的重生、罪得赦免、被收纳

入神的家、得永生…都是神按主权在基督里施予我们的恩。事实上，所有信耶稣的

人都是住在神恩典中的人，不断地领受着神一个又一个的恩惠，有些是神应允我们

的祈求，有些则是我们所没有求的，都是神的怜悯和慈爱。「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

理」，感谢主神是按真理和恩典待我们。倘若祂只是以真理待我们，没有一人能存

活！ 

约翰一直没有提及这位道成肉身在历史中的名字，直到第17节才透露出来：

「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在律法下人人都被

定罪，但救恩是通过信基督而来，如耶稣基督亲口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3:17 

故，当律法说：「行这些就得生」 神差祂儿子，就是太初的道，也是拿撒勒

人耶稣说：「信我的必得永生！」  

C.  结语 

这是何等伟大的真理！启示约翰的圣灵，也启示了使徒保罗，写下了另一首伟大

的颂歌：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腓2:6-11) 

那创世前就存在的神已经为我们而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意识到主耶稣

的尊贵、荣耀、权能是何等的大！你愿意为他而去他所差你的地方，叫众人因为看见

你的生命有光而信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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